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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央地政府投资分工的合理化角度分析我国当前央地政府投资分工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我国央地政府投资分工的现
状为基础，分别对央地政府投资事权的分工和投资管理权限的分工进行论述，提出建立政府投资基本法、制定《中央政府投
资项目目录》
、扩大中央政府投资事权、细化中央政府投资事权类别以及建立央地政府全口径投资计划等相关建议来规范央
地政府的投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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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央地政府投资分工是否合理直接对我国整个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是优化我国政府
投资效果，实现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促进经济、社会
稳步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1］对央
地政府投资进行合理分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一方面，它是央地政府投资事权的分工，也可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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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事权的分工大致可
以归纳如下（如表 1 所示）。［2］
表1
政府层次

央地政府投资事权的分工

中央政府

服务范围 服务中央政权建设

地方政府投资干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抑制地
方政府投资职能的有效发挥 ；中央政府投资投资事

服务地方政权建设

全国范围内（跨地区、本辖区内（不跨地区、
跨流域）
不跨流域）
项目范围
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 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全
全局有着重大影响
局影响并不大

解为对央地政府投资范围的界定。中央政府投资事
权过大，即投资范围过大，这会不利于调动和保护

地方政府

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项目
具体列举
推进科技进步项目
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权过小，即投资范围过小，这会增加地方政府的投
必须要使央地政府投资事权或投资范围的界定合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资管理权限
根据《决定》中一系列关于改革完善政府投资

理化。另一方面，它是央地政府投资管理权限的分

体制的规定和要求，对于政府投资项目我国仍然继

工，即通过对“谁投资，谁决策，谁审批”这一原则

续实行审批制，即通过整体综合运用“谁投资、谁决

的合理运用来逐步规范我国央地政府的投资行为。

策、谁审批”这一总体原则，对央地政府的投资管理

本文拟对当前我国央地政府投资分工中存在

权限进行相对合理的划分。从具体实践上来说，央

的问题进行探究，并从法律角度提出几点建议，希

地各级政府在对具体投资项目进行审批时主要采用

望能够为提高我国政府投资效率、优化我国政府投

双重标准，即按投资资金的来源进行划分或按《政府

资效果提供一些理论支持。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下称《目录》)中所确定的范

资负担，进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因此，

1.2

区域公益性和社会事业
项目
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区域生态建设环境保护
项目

围进行划分，具体阐释如表 2所示。［3］此外，除了上

1

央地政府投资概况

1.1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资事权
2004 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两种形式的交叉混合，即当地方政府使用地方财政

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根据《决定》规定，近些

的由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审批核准的项目时，根据

表中所列举的两类划分形式，实践中还经常出现这
性资金进行投资，但投资建设的是《目录》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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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发生这种情况时必须报国家发

反，地方政府的投资财力小于它的投资事权。例

改委审批，或由其初审再由国务院进行二次审批。

如，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全国性九年义务教育、公

表2
标准

按资金
的来源

央地政府审批权限的划分

投资主体
地方政府

资金 / 范围

审批部门

地方政府性资金

自行审批

中央出资

报发改委，由
国务院及其相
关部门审批

中央政府 中央财政性资金
地方政府

共医疗卫生事业，以及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公

国务院及其相
关部门审批

《目录》规定由地
自行审批
方政府核准的项目

按《目录》
《目录》规定由国
确定的范
国务院及其相
中央政府
务院及其相关部门
围
关部门审批
核准的项目

共服务大多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而自从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留给地方的各类税种变少、变
小、变杂，以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这就迫使地
方政府去卖地，即更多地去依靠“土地财政”，这不
仅给地方政府财政的运行带来了诸多风险，而且产
生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另外我国各个地区发展很
不平衡，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差距明显，如果基本
公共服务都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投资的话，会使各地
发展差距愈发增大，不利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2.2

中央对地方政府投资监督管理不到位
《目录》中规定由地方政府出资、核准的投资

2

当前央地政府投资分工存在的问题

2.1

中央与地方政府投资事权分工不清晰
第一，当前相关法律法规对央地政府投资事权

调动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如果大量的投资项

的具体内容，即投资范围的规定很不明确。近些年

政府的投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管，从而出现地

国务院颁布的各类文件，如 2004 年的《国务院关于

方政府大量举债、
“跑部钱进”、
“政绩工程”、
“三超”
［4］
问题以及重复建设等腐败现象， 产生大量地方政

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10 年的《政府投资条例》

项目，地方政府可以自行进行相关审批，这有利于
目由地方政府进行审批，就会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

（征求意见稿）等，对央地各级政府投资事权的具体

府性债务，进而爆发偿债危机，最后不得不由中央

内容都没有加以明确规定。例如，
《决定》规定中央

财政出面解决，这就给中央财政带来了不可预见的

政府主要是对“跨地区、跨流域”，还有对全国范围

风险和危机。［5］

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项目进行
投资，但并未明确界定“跨地区、跨流域”的标准，
尤其是不能够界定到底什么项目才属于具有“重大

3

规制央地政府投资分工的建议

府投资条例》
（征求意见稿）第六条中规定政府资

3.1 建立政府投资基本法，确定央地政府投资分
工原则
针对目前央地政府投资分工中存在的两大问

金的投向时，只规定政府投资要投向关系国家安全

题，我国必须尽快通过人大颁布的《政府投资法》

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的领域，并没有做出具体详细

这一等级效力高的基本法律来有效解决，尤其应在

的说明。此外，这些文件均未提及地方政府投资事

这部投资基本法中对央地政府的投资分工原则、投

权的具体内容，这就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投资时

资事权（投资范围）分工、投资管理权限分工等问

产生许多风险。一方面，若中央投资事权过大，即

题以及其他一些重点问题作出详细规定。本文主

政府投资范围过大，大量进入地方政府的投资领

要对央地政府投资分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阐

域，将不利于调动和保护地方政府投资干事的主动

述。根据 2016 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

性和积极性，从而抑制地方政府投资职能的有效发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

挥 ；若中央政府投资事权过小，即投资范围过小，

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大

将会使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投资责任，增加地方政

致将原则总结为以下四条。［6］

影响”的项目，所以这个规定太过于原则化 ；在《政

府的投资负担，以致在很多领域投资不到位，进而
导致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下降。

一是受益范围原则。投资受益范围覆盖全国
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国家安全、市场干预等）由中央

第二，当前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央地政府投

政府来负责，投资受益范围覆盖某区域的基本公共

资事权和财权配置的规定很不合理。具体而言，就

服务由地方政府来负责，投资受益范围跨地区的基

是指中央政府的投资财力大于它的投资事权，而相

本公共服务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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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效率原则。这里的效率指的是央地政府

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力却已经大不如从

的行政效率而非市场的经济效率。地方政府更接

前，这种央地政府之间投资事权与财权配置严重不

近基层，更了解本地人民的需求，对本行政区域内

合理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政府必须根据中央政

具体相关信息的获取较中央政府便利，因此，地方

府的财力状况，逐步扩大中央政府的投资事权，将

政府投资应优先投向所需信息量大且不易获取的

目前许多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跨地区、跨流域，投资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

受益范围明显覆盖全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

率 ；中央政府投资应投向信息比较容易获取的全

大影响的投资项目、投资事权上划给中央政府。

国性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从而提高中央政府的行政
效率。
三是投资事权与财权相适应原则。我国应对

立足我国当下央地政府投资实际情况以及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社会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中央政府应当有步骤、

央地政府的投资财力和投资事权进行合理划分，有

有计划地将全国“三农”问题、全国性义务教育事

多大的财力就应该承担多大的投资支出责任，从而

业、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以及公共社会保障事业等

使得央地政府的投资事权与其投资财力相适应，进

项目纳入到自身投资事权、投资范围当中。例如，

而更好地发挥其相应的投资职能。

在“三农”问题方面，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生产、

四是公平原则。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

农村基础设施、农民生活保障的投资 ；在全国性的

平衡，以致各地政府的财力状况也相差甚大，仅依

义务教育事业投资方面，中央政府应全面提高中小

靠地方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各地的发展

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教学楼建设改造、校

差距。因此中央政府的投资应该更侧重于弱势地

舍标准化建设、教学设备投资等等 ；在公共医疗卫

区、欠发达地区的朝阳产业，努力缩小地区发展差

生事业投资方面，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各地区公共医

距，促进社会公平协调发展。

疗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的投资，以及对

3.2 制定《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目录》，明确中央政
府投资项目范围
中央政府投资事权过大或过小都会不利于社

各类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疗养院的

会经济发展，因此必须要对中央政府投资的事权加

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的投资等等。另外，根据上

以明确规定。首先政府要制定出详细的目录清单

述《指导意见》中的要求，中央政府还应将国防、外

（即《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目录》）以供执行。具体而

交，全国性交通建设和大江大河治理，全国性重大

言，某一投资项目如果包含在目录清单中，那就由

传染病防治，全国性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其他事关

中央政府来进行投资 ；如果不是目录清单中所规定

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到自身投资

的，即超出了目录清单规定的范围，中央政府就必

事权范围。总之，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中央

须严格限制规范自己的投资行为。

政府必须承担，这样做不仅减轻了地方政府的投资

总之，必须通过制定一份详细的《中央政府投

建设投资 ；在公共社会保障事业方面，中央政府应
加大城市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的建设力度，增加

负担，还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社会基本公共服务

资项目目录》，才能更好地明确中央政府的投资事

均等化奠定了基础。

权，准确界定中央政府的投资范围。这一方面使得
具体投资项目严格把关 ；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中央政

3.4 细化中央政府投资事权类别，充分发挥中央
政府投资职能
中央政府投资事权不是仅属于中央政府的、独

府对地方政府在某些投资项目管理上的“越位”和

立的投资事权，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

“缺位”，减少央地政府投资分工管理混乱、互相扯

必要对中央政府的投资事权进行细化。具体来说，

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投资项目安排时能够对

皮、推卸责任现象的出现。

政府应将中央政府的投资事权细分为专属于中央政

3.3 加强中央政府投资事权，减轻地方政府投资
负担
自 1978 年以来，在我国央地政府投资分工中，
［7］
以致地方
中央政府的投资比例、份额不断下降，

府独立的投资事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有的投

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责任，然而 1994 年分

体项目投资时可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

资事权、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管理的投资项目、
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承办的投资项目四类。同
时，国家在相关法律中还规定了政府在进行各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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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转贷、贴息等方式，因此，中央政府在对四种

对地方政府报送上来的投资项目进行核准后，如果

不同类型的项目进行投资时应将其与相应的投资

这些项目的投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投资标准，对经

方式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发挥中央政府各项投资

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这时国务院可

职能。另外，对于四种不同类型的中央政府投资事

以责令地方政府修改投资计划或停止对该项目的

权，有些部分还应纳入到前文提到的《中央政府投

投资。做完投资计划汇总后，政府部门要将这些文

［8］

资项目目录》当中，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3

件资料整理输入到央地政府统一投资项目数据库

中央政府投资事权的划分

中，以便于中央政府（国务院）的相关部门日后能
是否纳入
《目录》

够对全国各地的各项投资项目进行及时有效的监

专属于中央政府独立
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
的投资事权

是

资基本法的建立以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和制度的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
共有的投资事权

是

完善，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局

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
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
府管理的投资项目

是

督，从而减轻国务院其他相关部门的负担，增强央

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
投资补助、转贷、贴息
府承办的投资项目

否

地政府的投资效率。［10］
这种集中统一化的涵盖央地政府各项投资项

中央政府投资事权

投资方式

督管理。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日后随着我国政府投

来负责对央地政府的各项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和监

总之，只有通过合理安排中央政府投资的事

目在内的全口径投资计划和统一投资项目数据库

权，才能逐步提高中央政府投资效率，发挥中央政

的建立，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可以使其投资

府投资职能。

的项目更加合理有效，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3.5 制定央地政府全口径投资计划，建立央地政
府统一投资项目数据库
央地政府在具体的投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

防止腐败，防止“首长工程”、
“政绩工程”的出现 ；

系列问题，例如中央政府“错位”的问题（包括“越

政府投资“无能”、
“无用”，从而更好地统筹全局，

位”和“缺位”），地方政府腐败、政绩工程的问题，

防范地方财政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央财政危机

导致政府不能将其投资作用最大化，归根究底还是

的出现，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因为我国政府对投资缺乏系统化的监督管理。因
此，我国必须强化对全国范围内央地政府投资的集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对各地政府的各项投资项
目和具体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避免地方

4

结语

中统一化管理（主要针对具体投资项目），尽快制定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

出集中统一化的涵盖央地政府各项投资项目在内

投资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将

的全口径投资计划，逐步建立起央地政府统一投资

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中央政府目前

项目数据库。［9］具体来说，就是对属于地方政府投

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必须从现实实践和法律制

资的项目，不管其是否使用地方性财政资金、是否

度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应的措施来促进央地政府投

由中央出资以及是否属于《目录》中规定的应由国

资分工的合理化，既要使央地政府投资事权的分工

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审批核准的项目，都要纳入全口

具体清晰，又要使央地政府管理权限的分工严格缜

径投资计划当中，当然中央政府的投资项目更应纳

密。另外，解决政府投资领域的问题仅仅从法学研

入其中。此外，对于地方政府某一具体的投资项目

究角度出发是不够的，还应更多地从其他研究视角

而言，除了重大项目或限制性的项目由国务院及其

出发，例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且必须立足于我国当

相关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外，其他项目的投资可

前国情，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模式。总之，本文仅从

由地方政府自行审批，并且还要将其纳入到年度投

法规角度对当前我国央地政府投资分工中存在的

资计划或中长期投资计划中。在这之后，地方政府

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更加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

还要将投资项目的某些关键信息报送国务院及其

一步探索。

相关投资主管部门，最后由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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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Division of Investment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ZANG A-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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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ivision of investment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from the angle of rationalizing the division of investment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investment division in our country at the present
stage, discusses respectively the division of investment authority and the division of powers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law on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atalogue of Investment Projec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exp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
investment power, defin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 investment power categories, and set up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
full caliber investment plan and other related legal advice to standardize the division of investment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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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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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management of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uses the
B/S design pattern, employs the SSH2 three-tier architecture technology, and uses the MySQ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to design a management system of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realize
an informatzation, integrated and dynamic management of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to raise the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of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Key words ：the management of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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